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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螺旋扩弓器重做的原因及护理指导
曾维佳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四川  成都  610041）

0　引言

错颌畸形是指由牙、颌、颅面间关系不协调引起的各种

畸形，可造成口颌系统形态和功能的异常，甚至对全身健康

产生影响 [1]。牙颌畸形是目前儿童牙病中的好发疾病，其中

牙弓狭窄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扩弓是一种有效解决牙弓横

向发育不足、牙弓狭窄、牙列拥挤、后牙反合等错合畸形问

题的方法，临床上常常需要进行扩弓矫治 [2]。螺旋扩弓矫治

为活动扩弓矫治器，可自行摘取，效果完全依赖于患者的佩

戴情况，需要患者理解、支持和全力配合。矫治器的缺点为

易损坏或丢失，使其反复重做很难得到理想的矫治效果，延

长矫治时间，造成门诊病人大量积压 [3]。我们对佩戴此类矫

治器出现重做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对佩戴矫治器的患者进行

了相应的护理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方法。调查对象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我科门

诊中需要佩戴活动螺旋扩弓矫治器的患者，共 167 例，其中

男 65 例，女 102 例，年龄为 4-14 岁，平均 8.2 岁；矫治时

间 3 个月至 2 年。

1.2　调查内容。矫治器损坏原因引起重做；矫治器丢失原因

引起重做；矫治器正常更换；矫治器自行停戴原因引起重做；

矫治器设计 / 制作原因引起重做等方面进行调查。

2　结果

在 157 例中有 56 例出现了重做 85 次，分别为：矫治器

损坏原因重做占 43.5%；矫治器丢失原因重做占 33%；矫治

器正常更换占 20%；矫治器自行停戴原因重做占 2.3%；矫治

器设计 / 制作原因重做占 1.2%。

3　分析讨论

3.1　矫治器重做的原因分析

3.1.1　损坏的原因：在这次的研究中，引起矫治器重做的第

一因素就是矫治器的损坏占 43.5%。矫治器的损坏应首先从

问题最突出、最集中的患者方面进行分析：①患者在佩戴矫

治器入口内时方法错误，在患者较为熟练矫治器的佩戴后常

常为了方便用上下牙齿咬合就位，容易引起矫治器损坏；②

患者在佩戴矫治器过程中由于咬合关系紧，矫治器受力过大

或反复受力容易引起卡环断裂或基托碎裂等现象；③患者在

取下矫治器后随意放置，未及时将矫治器放入硬盒内存放，

引起矫治器挤压或掉在地上损坏；④患者多为学龄期儿童和

青少年，对矫治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将矫治器用舌头顶

下在口内玩耍或取下拿在手上玩耍引起矫治器损坏；⑤患者

对清洁、保养方法认识不正确，常常用温度较高的热水冲洗

矫治器或用酒精等消毒制剂等化学制剂浸泡，引起矫治器的

变形或损坏。其次是制作方面进行分析：①在矫治器制作过

程中应避免技工师傅在弯制钢丝时对钢丝进行反复弯制，造

成钢丝疲劳引起断裂；②在矫治器制作过程中或运送存放时

矫治器变形，口内佩戴不合适，出现翘动咬颌受力点不正确，

容易引起矫治器损坏。

3.1.2　丢失的原因：本次调查矫治器丢失原因引起的重做占

33%，是第二大原因，矫治器的丢失主要是由于患者在取下

矫治器后未及时将矫治器放入专用硬盒内，随手将矫治器放

置在口袋里或包在纸巾里未及时拿走引起的丢失。

3.1.3　正常更换的原因：在矫正过程中，患者螺旋扩弓矫治

器已经扩到最大状态，但是患者口内情况未达到矫治效果，

需更换矫治器；患者在矫治过程中，由于医生方案调整，需

要在螺旋扩弓矫治器上增加设计或者减少设计内容而更换矫

治器。

3.1.4　患者自行停戴的原因：矫治中较小患者多为儿童，常

因父母被动参与矫治，父母又多因迁就子女喜好而佩戴矫治

器。在矫治过程中佩戴矫治器的不适感、说话不清楚等原因

让患者不愿佩戴，加之父母的溺爱，并未给予治疗相应的支

持与督促，便自行停戴并数月未行复诊，使矫治器不能在口

内就位而需要重新制作；矫治中较大患者多为青少年，有较

强的独立意愿和不服从等复杂心理活动 [4]，对对生活和学习

上都有较大影响的矫治器来说有强烈的反感和排斥心理，其

家长对此类患者的干预作用并不明显，患者自行停戴并因学

业压力大或害拍医生而长期未复诊，引起矫治器不能就位而

重做。

3.1.5　矫治器设计 / 制作原因：患者初诊检查后进行资料收

集，医生资料分析时不够严谨，对口内及模型分析不够充分，

在设计上出现错误，引起矫治器制作回来佩戴时出现与口内

情况不符或固位力不足等现象，引起矫治器需重新设计重新

制作；助理在医生取模后灌注模型不及时或灌注模型时引起

模型变形导致制作的矫治器无法在口内正常戴入使之需要重

新制作；工作模型在送往加工中心后由于技工专业水平的差

异或与医生方案设计理解有偏差，使做出来的矫治器与实际

设计不符，引起临床患者无法佩戴矫治器而需要重新制作。

摘 要：目的   探讨错合畸形中佩戴活动螺旋扩弓矫治器患者引起重做的原因及护理指导。方法   通过华西口腔
医院早期矫治专科门诊接收的 167 例佩戴活动螺旋扩弓矫治器患者，对其中重做矫治器患者进行研究。对矫治器
损坏引起重做原因、矫治器丢失引起重做、矫治器自行停戴引起重做、矫治器正常更换及矫治器制作 \ 设计引起
重做等方面进行评估，探讨各因素与重做的研究。结果   在我院接受的 167 例活动螺旋扩弓矫治器患者完成了本
次研究，对引起矫治器重新制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个性化的护理指导。结论   错颌畸形患者多
为儿童和青少年，对矫治器认知不足、重要性不了解，出现引起矫治器重做的各种原因。在我们的护理工作中应
该加强护理指导，对患者不同阶段、不同问题作出相应的个性化指导，已便达到更好的临床效果，缩短就诊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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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护理指导

3.2.1　术前护理指导：①佩戴活动矫治器的患者多为儿童或

青少年，治疗前对患者做好心里指导：告知患儿治疗过程中

不会有伤害和疼痛，可预先播放制作及佩戴活动矫治器的示

教视频给患者观看，或者对患者及家长介绍有关的成功案例，

让患者了解操作流程，消除患者心理顾虑；②根据患者病情

向患者及家长介绍佩戴活动矫治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简单

介绍活动矫治器的治疗原理，通过矫治可降低二期拔牙率或

二期矫治的复杂程度等，增强患者及家属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③为患者及家长讲解相关治疗费用、治疗疗程、定期复诊频

率及约号方法等，为患者及家长消除其相关顾虑更好的参与

矫治、配合矫治。

3.2.2　术后护理指导：①教会患者矫治器的正确取戴方法，

将矫治器放入口内后对准相应位置点，用手指轻轻按压就位，

反复练习直至熟练为止。强调矫治器勿用上下牙齿咬颌就位，

勿对基托薄弱位置使力。②矫治器初戴时患者会有不舒适，

不习惯的感觉，一般在 2-3 天会适应。如果疼痛持续加重或

矫治器使口内粘膜充血、起泡、产生溃疡时，应取下矫治器，

联系主治医生尽快来医院进行处理。③戴用活动矫治器应保

持口腔及矫治器卫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完东西后刷

牙并将矫治器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不可用力过猛；如无条件，

至少保证早晚刷牙时清洁矫治器，平时坚持吃完东西后漱口，

冲洗矫治器。避免使用热水烫、酒精等化学制剂浸泡消毒矫

治器。④佩戴矫治器后会出现发音不清，流涎等现象，口腔

内异物感明显，一般戴用一周后会好转。可告知患者主动练

习，多读书读报，多练习讲话。⑤活动矫治器矫治错牙合畸形，

需长时间佩戴以达到矫治效果。扩弓矫治应按医嘱要求 24 h
戴用（除了吃饭、刷牙及特殊情况等）和进行正确有效的加力。

要教育病人，讲明错牙合畸形的危害以及进行矫治的重要性，

鼓励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 [5]。⑥为患者提供专用硬质保存

盒子，方便患者妥善保管矫治器，防止损坏和丢失。因特殊

情况不戴用矫治器时，取下矫治器及时放在硬质盒内，防止

挤压变形或损坏，丢失。⑦在佩戴矫治器过程中，口内保持

自然轻松咬颌状态，避免用力咬颌或咬着矫治器在口内玩耍

造成矫治器损坏。⑧不能因为对矫治器好奇等原因随时将矫

治器取出玩耍、拨弄。⑨如矫治器出现固位不稳等临时特殊

情况，及时拨打咨询电话进行咨询或预约进行相关处理。

4　结论

在正畸矫治过程中矫治器重做是影响矫治效果、延长矫

治时间的主要原因，我们通过对患者矫治器重做的原因进行

分析与探讨，矫治器损坏和矫治器丢失原因引起矫治器重做

尤为突出。在矫治之前我们护理人员着重对需要佩戴矫治器

的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首先让患者及家长知道矫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孩子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对患者

进行说服教育，说明治疗目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的意义，解

除患者的心理顾虑，鼓励其战胜困难，积极配合治疗。在治

疗过程中护理对患者及家长传达正确的矫治方法及理念，为

患者提供矫治中的专业指导，解答患者所有有关矫治器的问

题，在患者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作出相应的、个性化的

护理指导让患者更愿意参与治疗，更有效的达到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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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建立的一种自我态度，其是自尊心的核心特点。抑

郁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其伴有自我认知偏差，对社会的适

应能力较差，若患者的病情较轻，则可会表现为继发性抑郁症，

若其症状较重，则可出现轻生的情况 [3]。因此加强抑郁症患

者的心理改善来改善其情绪状态，十分必要。

本研究显示，接受心理护理的实验组抑郁症患者，其总

有效率（96.00%）较对常规护理的照组总有效率（82.00%）高，

P < 0.05；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后的情绪状态均较护理前改善，

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情绪状态较对照组优；2 组护理后的

自我接纳能力均较护理前提高，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自我接

纳能力较对照组高。表明心理护理的应用，可改善患者的情

绪状态，促进其自我接纳能力的提高。心理护理是通过心理

学的知识，来为患者实施心理疏导 [4]。心理调整能够纠正抑

郁症患者的不良价值观，引导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心理疗

法则可促进其更好将矛盾情感转移，减轻其不良心理状态；

心理健康讲座能力使得患者更好对自身疾病了解，促进抑郁

症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得抑郁症患者知晓自身疾病的普

遍性，消除其自卑等心理，提高其自我接纳能力 [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应用于抑郁症患者中，能够对其不

良情绪进行改善，增加其自我接纳能力，从而更好改善抑郁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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